
 

 

 

 

文山農場之旅              四 1 黃寀綾 

    太棒了！一早，我飛也似的把早餐吃完，匆忙

的坐車到學校，等待著歡樂的一天。因為今天是一

學期唯一一次的校外教學，地點是新店的文山農場

進行茶產業的體驗。 

    時間到了，我們準時上車，準備出發。在車子

裡，坐在位子上，看看外面都市與山上的風景、聽

聽昱絜媽媽說笑話，在不知不覺中抵達我最期待想

像許久的－「文山農場」。 

    在那裡我們遇到我們的導遊天健哥哥和忠心

狗 Michael。他們帶我們去了許多地方，也教我們許多知識，還讓我們體驗許多農民的工作，

真是豐富又充實。今天所體驗的活動：採茶、做茶凍、生態導覽、盆栽 DIY，都是一些有趣、

好玩又可以學到很多東西的活動。其中我最喜歡的是採茶。採茶之前，我們先戴上斗笠、綁

上竹簍，才到茶園採茶。我們採的茶叫做「金萱茶」，要採一心二葉。雖然我採到的茶不多，

但是我還是很開心，要走的時候，我還依依不捨多採了幾個呢，頂著高溫的陽光，充分的感

受農民的辛苦!     

    中午突然下起傾盆大雨，真是令人失望，因為不能在室外玩耍，只能在室內打陀螺、玩

泡泡。在玩泡泡時，Michael 突然跑來湊熱鬧，牠興高采烈的追著泡泡，大家都被嚇得四處

亂竄呢! 

    這次的校外教學中，我學到了很多關於自然的知識，例如：鵝掌藤可以吹出聲音、蜘蛛

網只有網狀的地方才會黏、如何分辨黃口攀木蜥蜴是公的還是母的……等。自然界真是奇妙，

希望下次能繼續深入的探索大自

然。 

 

 

 

 

 

 

           2011年 5月 12 日  

   四年一班文山農場校外教學 

四年一班  柯芝嫻老師指導 
 



 

            

 

 

                                                                                                                    四四四四 1111 林昱昕林昱昕林昱昕林昱昕 

    今天是力行國小舉辦兒童節慶祝活動的日子，一大早，操場

已經是準備上場的隊伍在預備著，顯得格外熱鬧，因為充滿熱力

的「舞力四射」舞蹈比賽即將開始了！場上依序排滿各班的隊

伍，有的隊伍服裝統一，有的隊伍手拿鮮豔道具，我們這隊雖沒

有統一的服裝或任何道具，但打算用甜美的笑容來迷倒評審呢！

觀眾們臉上充滿著期待的表情，希望比賽快快開始，隨著音樂開

始我的心跳也「砰－砰」的加速著。 

    比賽正式開始，全場響起如雷的掌聲，台上的每支隊伍選手

們，使盡全力的展現自己平日練習的熟悉舞步和魅力。等到我們出場時，我們在原來預定的

位置就位，拿起鮮豔的彩球，跟著節拍，盡情 

的舞出自己的特色。在一群人面前，大家都有一點緊張，不過我們還是以平時練習的態度，

在台上展現出美麗的舞姿，努力的發揮辛苦練習的成果！ 

    大家一起手插著腰、扭動著身體，全隊一起舞出整齊的動作，我

們以最愉快的心情跳著舞，開心的結束了比賽，在四年級的這段時間

中留下一個美好的回憶。跳完舞後我們也拍了照留作紀念；和同學分

享跳舞時的心情，大家都覺得這是一次難得也難忘的經驗！ 

    最後，比賽結果出爐，我們很榮幸獲得評審青睞，得到了四年級

組第一名，全隊都興奮不已！ 

    無論是哪個一年級，這次的比賽內容真是精彩，大家平時努力練

習的成果，都在這次比賽中表現出來；我覺得可以和好朋友一起編

舞、一起學習、一起練習、一起演出……等，讓我好快樂！希望以後

還可以和好朋友一起「熱情活力  舞動青春  大家一起  舞力四射」！  

 

   

 

 

 

 

 

 

我參加舞力四射比賽 



 

 

舞力四射比賽報導      四 1王永妍 

舞力四射  魅力無比  展現自己   就趁現在 

                                                    【記者王永妍/力行國小報導】 

    三月二十九日星期三是力行國小舞力四射四年級組比賽的日子，各路隊伍進場，熱情的

向評審招手致意，比賽活動緊鑼密鼓的展開了！ 

    隨著音樂聲一起，每支隊伍都帶來精采的表演，競爭非常激烈，看起來大家都有備而來，

其中一位評審鼓勵參賽者，表示：大家都很賣力表演，精神值得嘉獎，無論結果如何，都不

要氣餒，因為每位選手在歷經編排舞步，練習，到團隊演出，已經學習豐碩，每位都是大贏

家。其中一位參賽選手說：我們都已經盡力了，希望我們是冠軍！從以上採訪中，可以看出

參賽者可望獲勝的心情。 

    比賽在一陣陣如雷的掌聲中劃下完美句點，舞力四射活動也為一串串的兒童節慶祝活動

揭開序幕。 

 

  

 
                                         四四四四 1111林昱昕 

    我的夢想是當一位環遊全世界的畫家，我覺得人如果沒有夢想，也就會沒有目標。但是

就算有了夢想不去實踐也沒有用，要去力行和實踐，這樣夢才會成真，不能只會說不去做，

這樣夢想就不能完成了。 

    日本的野口英世醫生在很小的時候左手燙傷了， 所以手打不開。他的老師發現後，就在

學校中發行募款活動，讓野口英世去動手術，手術非常順利，所以野口英世覺得：「原來醫學

那麼偉大，而且當醫生還能幫助人，好！我要立志當醫生，幫助和我一樣有困難的人。」後

來在他的努力下他實現了自己的夢想，成為知名的醫師，為後人稱頌。 

    我的夢想是當一位環遊全世界的畫家，我覺得要完成這個夢想，必須要先學會世界溝通

的語言「英文」，和好好的學畫畫，這樣我的夢想才會成真！ 

    所以我覺得人如果沒有夢想的話，就不會有目標。因為在實現夢想的過程中，一定會有

許多的挫折，每一次的挫折和失敗都會帶來更多的經驗！只要盡全力的去實踐與力行，夢想

一定會開花結果的。                                   

 

 

夢想與實現 



 

 
                                     

                                                                                                                                                                                                                                                                        四四四四 1 1 1 1 施又寧施又寧施又寧施又寧    

    你有自己做過決定嗎?被別人做決定的感受好嗎?自己做決定會難嗎?我覺得自己做決定

有時候好簡單、好簡單！有時候卻覺得好難、好難，好難的理由是：因為有時候買東西，媽

媽只讓我買一樣，但我挑了兩樣，這讓我猶豫不決！ 

    三升四年級的暑假，媽媽要我去剪短頭髮，我說：「我才不要咧！短頭髮好醜唷！」但是

媽媽說：「如果你在這個暑假中，學不會自己綁頭髮，你就去剪短頭髮。」我還跟媽媽為此賭

氣一整天，但是後來我只有聽話的分了。 

    有時候，自己做決定，說起來感覺很簡單，但是實際執行起來卻覺得好難，想起我第一

次做決定是在我小班的時候，要決定穿什麼衣服，那次，媽媽就讓我自己做決定。 

    第一次做決定的感覺非常好，因為自己做決定會讓我有一種「登大人」的感覺，我超級

喜歡這種「登大人」的感覺，如果每件事都讓家長決定，我就覺得自己永遠都在爸媽的懷裡

被保護著，永遠都不能獨立！ 

     

   

                                                                                                                            四四四四 1111 楊榮中楊榮中楊榮中楊榮中 
書  名：出事的那一天      作    者：瑪莉安.丹.包爾     譯者：鄒嘉容 

出版社：臺灣東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年 2月 

大意： 

    出事的那一天是一本關於友情和自我成長的故事書。故事的主角是兩個個性完全不同的

青少年，喬與湯尼。有一天，湯尼提議去爬州立公園的餓死岩，喬的內心很害怕，但又在不

甘示弱的矛盾心理因素下，他不但相約同行，甚至還在半路的河中冒險游泳。當時，湯尼不

幸淹死，喬的心裡充滿了自責，卻怎樣也不法面對整個過程的真相。最後，終於在爸爸的安

慰和鼓勵之下，試著面對自己的錯誤並原諒自己。 

心得與收穫： 

    看完這本書，我覺得朋友在相處時，常常因為比較和好奇的想法，做了一些不該做的事。

但是也因為太在意那些朋友，一直不願意面對和承認自己的錯誤，而造成更大的遺憾！ 

    這個故事，很殘忍的告訴我們人生的現實，就像一面鏡子提供我們思考的空間，以及待

人處世的借鑑。故事的結局雖然令我們遺憾，但是出事的過程卻讓我們了解固執與任意而為

終究會發生悲劇。    

我 己 定 做 自 
決 

閱 讀 心 得 



 

 

 

 

 

   

面具面具面具面具  楊靖蓉 面具面具面具面具--------孫悟空孫悟空孫悟空孫悟空  陳翰瑀 面具面具面具面具--------粉紅兔粉紅兔粉紅兔粉紅兔 李如欣 

  

 

面具面具面具面具    王永妍                    陳彩薇     面具面具面具面具    劉秋妤   黃寀綾   面具面具面具面具                胡石信 

  

面具創作面具創作面具創作面具創作  胡石信 紙傘紙傘紙傘紙傘  王瑜華 紙傘紙傘紙傘紙傘  邱郁善 

 

 

 



 

 

 

 

        油畫油畫油畫油畫---- 燈塔燈塔燈塔燈塔 林昱昕 

河堤風光三連畫河堤風光三連畫河堤風光三連畫河堤風光三連畫  邱郁善 王瑜華 聯合創作 
 

 

紙傘紙傘紙傘紙傘  劉秋妤 

 

                    紙傘紙傘紙傘紙傘  鄭惠文 
 

  紙傘紙傘紙傘紙傘 張書瑋 

 

造型立燈造型立燈造型立燈造型立燈 

   鄭惠文       王永妍  

 

造型立燈造型立燈造型立燈造型立燈  

   胡石信   陳昱絜 

 造型立燈造型立燈造型立燈造型立燈 

  張書瑋    黃寀綾 

 

 



 

 

 

 

 

   

 

                                    學生攝影展學生攝影展學生攝影展學生攝影展    

    

    
睡覺的大咪    高茂倫  

  

活潑太陽花    方昱翔 古厝    高晨瑋 

  

悄悄話    張宏道 事事如意    陳擇安 

 

四年二班  高明星老師指導 
 



 

  

做鬼臉    陳品睿 阿黃    余祐達 

  

大嘴鳥    高鵬宇 101 的夜景    張哲維 

  

盛開的茶花    謝宜哲 河堤    高碩亨 

 



 

  

鋼彈終結者    陳辰為 花叢中的影子    余鎮奇 

 

 

花海    高珮熒 可愛的小老鼠    林珈卉 

  

爭奇鬥豔    李綾芸 花海    張庭語 



 

  

彩蝶飛舞    李潔祈 彎曲的蕨類    陳亞彤 

  

雨中小樹    郭沛緁 粉紅花海    楊佩諭 

  

公園裡的大樹    黃鈺庭 日出    余慧焮 

 



 

  

玩偶    何皓葳 黃昏    高甄禧 

  

睡眼狗狗    蔣子萱 窗外    林書亞 

  

小熊三人組    林雨宣 哇!原來有這麼高    李依柔 



 

 

 

 

    清明掃墓                            四 3張若苹 

    今年的清明節雖然有四天的假期，但是為了避開人潮，我們全家決定提前在這個週末回

彰化掃墓。 

    星期六晚上出發，果然如預料的路況順暢無比，大約兩個小時就到了。我和堂姐玩得不

亦樂乎，直到深夜十二點才去睡覺。第二天早上，就被唧唧喳喳的小鳥吵醒，滿懷愉悅的心

情起床，結果聽到窗外滴滴答答的雨聲，讓我感到很掃興。 

    吃完早餐，我們先參觀伯父精心耕耘的「開心農場」，裡面種了各式各樣的水果，但是只

有小番茄成熟了，看到又大又紅的番茄讓我口水直流，我們邊採邊吃，享受著採果的樂趣。 

    趁著雨勢變小，我們趕緊去掃墓，和往年一樣在祖先的墓上，布滿了金紙；在祭拜時，

我向祖先們祈求全家平安、健康，還有我的學業進步。中午時分，達到慎終追遠的目的後，

也和堂姐一家人依依不捨的說再見。 

        九份風情                            四 3 胡庭熙 

    今天是個豔陽高照的好日子，我們來到了九份老街，從那邊往下看有一望無際的大海和

一座座翠綠的山，景色十分怡人。 

走進老街，有琳瑯滿目的商品，還有那不絕於耳叫賣聲，我買了一個木屐的飾品，十分

小巧可愛。往前走可以看見一長排的石階，而上面高高掛著紅燈籠，由下面往上看，非常特

殊。 

中午到了，我的肚子也「咕嚕咕嚕」的響著，所以我們來到一家外觀白色的餐廳吃飯，

這家店充滿地中海和歐式的風格，一邊吃著美味的佳餚，一邊看著迷人的海景，真是幸福之

至。吃飽飯後，來份冰冰涼涼的芋圓冰，芋圓香 Q彈牙，配著冰冰的剉冰，真是個消暑的食

物呢！另外，我很推薦一家糖果店，裡面賣的東西都是古早味糖果，讓你吃得嘴巴甜，心裡

也甜。 

今天來到九份，真是有趣。 

    梅花湖                              四 3張瓊之 

今天早上我們要去宜蘭腳踏車，還好我們很早出門，不然就要大塞車了。 

到了梅花湖我們先去租腳踏車，租了一臺雙人協力車和一臺中型腳踏車。我們順著梅花

湖繞了一圈，在路途中，會有一些涼亭供遊客休息，其中有一個甚至可以看見整個湖面，所

以我們就在那停頓下來欣賞風景。 

之後我們來到梅花湖旁作家吳淡如開的「小熊書房」，坐在裡面喝茶看風景，真是人生一

大享受啊！ 

今天玩得真愉快，大家一定也要去看看。 

四年三班  李勁昇老師指導 
 



 

    

    

 

 

                     四四四四 4  陳渝雯陳渝雯陳渝雯陳渝雯 

我看到燦爛的陽光探出頭來了，照亮著大地，也趕走冬天的寒意，大地變得美極了，春

天來了。 

我感覺到溫暖的風吹向我，冬天的強風不見了，溫暖的微風使得植物們輕快的在跳舞，

大地又熱鬧起來了，春天來了。 

我聽到小鳥吱吱喳喳的聊天，一隻小鳥，二隻小鳥，大家好像都飛回來和朋友相聚，也

帶回了春天的訊息，春天來了。 

我看到植物們努力的發芽生長，期待變成美麗的花朵和蝴蝶作朋友，讓大地變得漂亮，

春天來了。 

在大地的角落，找出春天的訊息；在春天的到來，找出生物生長的希望。我希望每年都

能看到美麗的春景，也希望大地的生物，能夠快樂的生長。 

 

       

                                 四四四四 4 陳昱廷陳昱廷陳昱廷陳昱廷 

 

 

 

 

 

 

 

 

 

 

 

 

 

四年四班  陳淑慧老師指導 
 

暖暖的陽光， 

讓大地換上新衣裳， 

吸引大家的目光； 

花仙子從土裡探出頭來， 

悄悄地幫大地噴上香水， 

散發清新的花香。 

 

寧靜的夜晚， 

在月光下， 

嫩葉上的露珠閃閃發亮， 

彷彿一對對水汪汪的大眼睛， 

尋找春天的蹤影。 

 

舒服的風， 

走過大街小巷， 

既頑皮又貪玩， 

到處告訴大家春天來了。 

 

 

 

我愛春天， 

她迷人的笑容， 

給我無限活力， 

滿心盼望自己可以 

早一點發現春天。 

 



 

            

        
                                                                    四四四四 4仲庭儀 

    春天是什麼?春天是一年四季的開始，古人說:「一年之計在於春。」所以代表春天很重

要。春天就像開朗的小女孩臉上充滿燦爛的笑容。 

我們去溪頭玩時，一路上花朵盛開，我看到小鳥滿天飛，步道旁邊的花花草草長的非常

茂盛，我們聽著大自然的歌聲，體會大自然的奧妙，尤其看到神木旁邊的樹長得很粗壯，樹

枝上長了好多好多的嫩芽，把神木週遭裝扮的綠意盎然。在大學池步道裡我看到小鳥－山紅

頭聚集在一起唱歌，牠們也在歡迎春天的到來。 

到了溪頭的地標－大學池看到杜鵑花、櫻花四處盛開，有白色、粉紅色和紅色，美麗極

了！ 

這次去溪頭，我真的感覺春天到來了，小鳥和花都開開心心的唱歌，而我則快快樂樂的

傾聽牠們的歌聲。春天的陽光照亮大地，也照亮每個人的心房。學習剛開始，我也要努力學

習功課，像小樹一樣，越來越強壯。 

     

                                                                   
    

    

                                                                                                                                                                                                                                        四四四四 4444高靖哲    

  今年的兒童節，有著不一樣的感覺，學校的慶祝大會，掌聲和尖叫聲一直不絕於耳，尤

其是看到特別來賓跳出月球漫步的舞步，像極了『麥可傑克森』在世，觀眾們如雷的掌聲讓

人為之瘋狂。 

  我是個很幸運、幸福的小孩，總是無憂無慮，天天不愁吃、不愁穿，和貧困的小孩比起

來，我的生活，是他們的夢想，對我而言，卻只是平平淡淡的過一天而已。 

  還有受病痛所折磨的孩童，也是很可憐的，從小出生就沒有手腳，和擁有健全手腳的我

截然不同，我要幫助身體有障礙的同學，也不應該取笑他們，因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啊！ 

  現在幸福的我們，要知道感恩，感恩是從內心發出來的，人要心懷感恩，惜福愛物，更要

知足常樂。 

  『小孩，是未來的主人翁』，把握好童年的時光，不要白白浪費光陰，否則到時候，也就

後悔莫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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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4 吳亭葦 

運動的好處是什麼呢？大家應該都知道！運動可以促進血液循環，也可以增強免疫力。 

一、爬山：爬山的感覺真的很舒服，因為它可以讓我流很多的汗，還有爬山不但可以吸

到芬多精，還可以欣賞美麗的風景呢！ 

二、騎腳踏車：我喜歡騎腳踏車，因為不但可以訓練腳力，又可以邊騎邊看沿路美麗的

風景！ 

三、跳繩：跳繩不但可以讓自己長高，還可以跟朋友們一起遊玩，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是學不會交叉跳！ 

四、羽毛球：運動中我最喜歡的就是羽毛球了！所以我在這裡介紹羽毛球！羽毛球可以

訓練臂力，還可以訓練眼力，這項運動需要兩個人互打，可以增加和同學之間的友誼。 

生活中不只這些例子，還有許許多多運動的好處等著你去發現呢！記得每天運動，病毒

就會遠離你！ 

 

       

                                     四 4高廷瑀 

    蜜蜂交頭接耳的說：「春天來了，春天來了！」這句話說了幾天，總司令總算傳下準備外

出採花蜜的命令了！蜜蜂們高興的大叫：「冬天冷得要命，還要外出採蜜，現在春天到了，天

氣溫暖又舒服，快點準備，花兒都在等我們了！」 

    當他們飛出去時，低頭一看，哇！真是太漂亮了！在山上這片平原、一片花海，不只這

樣，許多樹都長出嫩嫩的新葉，和冬天的景色完全不一樣，趕緊急速下降採花蜜。採花蜜時

看到了許多昆蟲同伴，他們也跟著在採花蜜呢！他們無意間飛到熱鬧的都市去了！他們也發

現冬天時去都市的時候，幾乎都沒人，現在春天到了，都市又再度熱鬧起來，差別真的很大

呢！ 

    春天是一個大家都喜歡的季節，因為天氣暖和、百花盛開、小鳥高聲合唱，使得春天是

一個對動、植物來說最熱鬧的季節呢！ 

 

 

 



 

 

                               
 

                                       四 4林兆洸 

    高山上的雪融化了，樹上長出綠色的小嫩葉了，冬眠的動物們都出來了，哦！是春天來

了啊！ 

    我問爸爸：什麼可以代表春天來了？爸爸說上次他和哥哥一起去爬山時，他們看見滿山

遍野的山谷都開滿杜鵑花，這就是春天來了。哥哥接著說，上個禮拜日，他和我去的那座公

園，當時我們看到ㄧ隻鳥在樹枝上，向另ㄧ隻母鳥跳舞求婚的有趣情形，代表春天來了。媽

媽也發表了前幾天在陽台晾衣服時，有幾隻鳥兒在嬉戲唱歌，此時，正好有一陣暖和的風吹

過去，衣服就都快乾了，那就是春風無以復加的力量，使得溼氣都快變不見了。 

    原來有這麼多的事，可以證明春天到了，我真粗心啊！春天的力量真強大，可以讓萬物

都甦醒過來，也可以讓植物冒出嫩芽來，又可以讓空氣變暖和，春天實在是ㄧ個生機勃勃、

多采多姿的季節。 

 

 

 

 

                                  四 4  邱子洋 

 

    運動不但可以增進心肺功能，還可以促進血液循環，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運動對我們

有什麼好處。 

    游泳可以增進心肺功能，每年暑假，我都會報名參加木柵國小舉辦的游泳夏令營，每上

完一堂課，都會讓我覺得全身舒暢無比。 

    打籃球可以長高，每到假日，媽媽都會帶我到木柵國小打籃球，雖然我只會投籃，但每

一次回到家都覺得手臂酸痛，不過，幾個星期之後，我真的發現自己長高不少呢！ 

    騎腳踏車可以訓練腳力。每個星期日的早晨，我們全家都會到河堤騎腳踏車，雖然每次

都騎到筋疲力竭，但漸漸的，我發現每天上學時，我都可以輕鬆的從一樓爬到四樓了！ 

    雖然運動的好處很多，但是仍然有很多人會找藉口逃避，如果想要持續運動，就必須記

得運動對我們的好處，慢慢的試著接近它，總有一天，它將會變成你的好朋友。 

                                     

 



 

    

 

 

                                         四 4馮阜弋 

    運動的好處有很多，說也說不完，所以我們應該常運動，才能獲得這些好處。 

    平日寫完功課，我常常跟爸爸、妹妹和弟弟一起到溪邊騎單車。 上坡時，可以鍛鍊腳力，

平地時，可以看河邊的風景，下坡時，還可以感受涼風的吹拂。 

    最近，我還跟表哥、表妹和弟弟一起打棒球，我表哥很會投球，他會投直球、指叉球...

等。打棒球可以讓你判斷那是好球還是壞球，還可以讓你跑步快一點，而打棒球的時候，可

以讓你的手更有力。 

    我弟弟最近在練跳繩，跳繩可以大量消耗熱量，所以可以促進新陳代謝，就會減輕重量，

所以當你想大飽口福時都沒關係。 

    跑步可以讓你的腳更有力，並且更靈活，而且會讓你長高。 跟大家一起賽跑，真的是非

常有趣的事。 

    把運動當成玩遊戲，就會發現運動是多麼好玩的事；把運動當成比賽，就會發現運動是

多麼有趣味性的事。 

 

                                             四 4陳羿雯 

    我很喜歡運動，因為運動有很多好處，運動可以長高、長壯、促進新陳代謝，也不會便

祕，還可以鍛鍊肌肉呢！ 

    我很喜歡運動，我常常在庭院和爸爸打羽毛球，因為打羽毛球可以讓身體變得更靈活，

跟爸爸打球心情會跟太陽一樣笑嘻嘻，這是我最喜歡跟爸爸做的事。  

    我每個星期二和星期五都去學跳舞，在舞蹈班練習基本功倒立和前橋，這兩種動作都可

以鍛鍊手臂的肌肉，所以我的手臂是有一點肌肉喔！跳舞除了讓我的肌肉結實外，在動作協

調性及平衡感上也都有提升呢！所以我很喜歡跳舞。 

    每個星期一和星期五都有上體育課，體育課有很多運動對身體都很好，其中我最喜歡的

就是—跑步，因為跑步可以促進新肺功能提升、手腳靈活度增加。 

    我家每個週末都固定到大自然走一走，因為走一走，散散步，可以讓排便順暢、而且大

家一起出去說說笑笑心情也會很好。 

    要怎麼把運動變成自己的習慣呢？我想可以將時間及運動項目寫成一張計畫表，有做的

運動打勾，慢慢的就會變成自己的習慣了。 

    第二個方法就是找同伴一起運動，這樣可以讓自己不偷懶，讓運動變成自己的習慣喔！ 

    總之，運動對身體很好，希望大家多運動，把運動當成自己的習慣。 



 

 

 

 

 

  

  

  

 

 

 

 

 

 

 

 

 

 

 

 

 

 

 

 

 

 

 

 

 

 

 

四年五班  王怡玲老師指導 
 

                       

 思念       四 5 黃靖 

 

思念， 

是條永無止境的道路， 

沿途隱藏著無數的回憶。 

 

思念， 

是條寬大的河流， 

填滿了歡樂的笑聲。 

 

思念， 

是個浩瀚無際的宇宙， 

裝著許多喜悅的星星。 

 

思念， 

是本厚重的相簿， 

永遠保存快樂的記憶。 



 

 

 

 
我的興趣我的興趣我的興趣我的興趣                 四 7陳奕安 

    我的興趣是打棒球，因為打球可以交到很多朋友，還可以順便運動，真是一舉兩得啊！ 

我的棒球知識都是哥哥教我的，我第一次打棒球時是四歲，可是那時我還不會打，所以

要靠哥哥一步步的指導和示範，現在我會打了，而且每次打都會想到哥哥以前教我的事情。 

今天我已經打的不錯了，都要謝謝哥哥那一陣子一直用心的教我。 

 

    大脈樺斑蝶大脈樺斑蝶大脈樺斑蝶大脈樺斑蝶           四 7李佩儀 

   我和許程程、祝于晴、毛荷芳一起抓大脈樺斑蝶，我們一下課立刻跑去拿網子、幸運

熊、盒子……。結果我帶著幸運熊，我們一下子就抓到四隻大脈樺斑蝶了，我們就說：「今天

有收穫了！」你知道嗎？為什麼我們要帶著那隻小熊呢？是因為他會給我們帶來好運氣呢！

雖然我們一直都抓大脈樺斑蝶，但是我們等他生完小寶寶後就把牠放掉了。 

    到鄉下到鄉下到鄉下到鄉下           四 7林怡君 

    從 4月 2日開始到 4月 5日早上，我們都到爺爺奶奶家去。4月 4日的下午，奶奶帶哥

哥、堂弟、妹妹和我到她種菜和養雞的地方去拔玉米，同時小叔叔也跟來了。奶奶先教我們

怎麼拔，首先先把玉米折下來，再轉一轉，剛開始我們還不太會，但是後來我就越來越熟練

了。 

    回去之後，奶奶說晚上可以吃我們自己拔的玉米呢！到了晚上我們終於吃到我們自己拔

的玉米，嗯…好好吃喔！今天真的很像戶外教學呢！ 

              陽明山陽明山陽明山陽明山        四 7 許程程 

              竹子湖 海芋競相爭豔 

              擎天崗 遊客絡繹不絕 

                      (小記者許程程\陽明山報導) 

    十六日早上，來自各地的遊客，紛紛到陽明山觀賞花季。 

    花鐘是陽明山最著名的觀光景點之一遊客不約而同的在花鐘前排隊拍照留影。 

    竹子湖的海芋花海有如白色的波浪，也吸引大批遊客。今天花商祭出許多優惠方案，

供遊客選擇。 

    甚至有新人千里迢迢到竹子湖拍婚紗照呢！喜歡健行的遊客可以來擎天崗體驗綿延

數公里的健行步道。活動結束後可以沿路吃山產或到北投泡溫泉，放鬆一下。 

四年七班  莊玉明老師指導 
 



 

           生命教育生命教育生命教育生命教育       四 7解大毅 

    一放暑假，我就上生命教育體驗營課程，那邊有很多同學都來自不同的學校，參加這個

體驗營我們的活動很多。 

    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看一部『心中的小星星』的電影，內容是有一個小朋友叫伊翔，

他很不喜歡上學，功課又不好，考試常考零分。在一年級就無法升學，一直留級，他爸爸因

此把他寄宿學校，希望他可以不再留級，功課變好。 

    可是，反而使他在寄宿學校被老師打、罵，讓他更不想上學，之後老師換了，新的老師

發現他無精打采的，又看見他英文字母都寫反了，就和他的父母說他有障礙……。 

    很可惜時間的關係，影片只能看到這裡，如果有機會的話，我一定要把它看完，因為我

想知道伊翔怎樣了，我希望他能克服障礙，老師能給他多一點愛，使他成績轉好，成為正常

的小孩，快快樂樂的長大！ 

    隔天我們有攀岩的課程！我又緊張又興奮。我們上午先爬三公尺，在爬之前，老師和我

們說明如何爬不會太累，什麼姿勢比較可以爬很久……，還有很多。 

    在爬的過程中，我們很多人爬到頂端，我也爬到了。再來下午爬八公尺，因為我要穿八

號鞋，可是沒有了，所以只能穿七號鞋，可是不舒服，所以沒成功。 

   我在爬的過程中有害怕、慌張，緊張的是怕掉下去，興奮是爬到頂端，會有榮譽感。值得

注意的是攀岩盡量不要往下看，因為爬很高的時候，往下看更加害怕，而我發現攀岩是有生

命力的，它要有足夠的毅力與體力、膽量與勇氣，才能爬到頂端，才會成功！ 

    今天是我們生命教育課的最後一天，在這幾天中，同學的相處，快樂無窮，一想到今天

就要結束了，真有一點依依不捨，雖然時間很短，可是很有意義，我學到很多我以前不知道

的知識。像今天我們去看動植物，看完就去欣賞影片，那影片教我們看到受傷、生病的鳥該

怎麼辦？原來要先把小鳥放在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夠小鳥活動的箱子，再戳幾個小洞送到鳥

醫院就好了，如果小鳥很虛弱的話，就滴一滴運動飲料在小鳥的嘴上(受傷或生病的小鳥都一

樣)，這次暑期體驗真的很棒，值得提倡。 

    寒假生活寒假生活寒假生活寒假生活            四 7鄭丞佑 

    放寒假的時候，一月二十四日，醫生說我可以去住院的時候，媽媽就急急忙忙的整理東

西去醫院。 

    我們坐捷運坐到石牌下車，還坐公車到榮總站下車，我們上樓到十五樓報到，護士說要

量身高體重，量好了我們就去病房放東西。 

    一月二十六日要進手術房的那一天，超緊張的。因為進去要過好幾個小時，才能出來看

到家人，我進入手術房過了好久，他才打麻醉針讓我睡著，手術完，在恢復室就痛到哭，從

恢復室回到病房，媽媽看我痛成這樣，就花錢自費讓我打自我疼痛控制止痛針；不然那種痛

真的是會痛到晚上睡不著。 

    但是止痛針只能打三天，一月二十九日止痛針拔掉，那天晚上我又痛到醒來。 

    二月二日除夕，媽媽因為擔心我的身體，所以在醫院多觀察一下。 

    二月三日出院的時候，羽妏姐姐因為去要西門町，所以順道彎過來幫忙提行李，接我回

家。 



 

       

 

 

                                                        四 7李丞翊 

    星期六我們坐飛機到澎湖度假，順便慶祝父親節。去了澎湖，當然要去看最有名的跨海

大橋，真是好壯觀啊！ 

我們還去參觀了許多有名的景點，有西嶼西台古堡看大炮和倉庫，百年榕樹、西嶼燈塔......

等，後來又吃了有名的仙人掌冰。 

我和媽媽又陪著熱愛釣魚的爸爸去鎖港釣魚，爸爸還跟我惡作劇，把魚放在我的重要部

位，害我不知所措，所以就跑掉了！傍晚我們就回到住宿的地方了。 

    在澎湖的第二天，我們去參觀生活博物館，裡面介紹澎湖人從以前到現在的生活，我印

象最深刻的是公媽廳和「灶腳」，那裡展示了以前澎湖人拜拜時準備的許多菜餚，還有廚房裡

許許多多的廚具，讓我看到以前人拜拜準備的東西竟然這麼多！ 

看完這個展覽，發現以前澎湖人為了生活，必須出海捕魚，生活很困苦，所以他們更有克

苦耐勞的精神。我覺得以前人生活困苦，但他們努力給後輩更好的生活，實在太令人佩服了。 

     我們前往澎湖水族館，裡面有五個區城，分別是海濱區、礁岩區、大洋區、觸摸池和觀

景台。其中我最喜歡大洋區，因為裡面有很多海底生物，有槍頭石斑、雪花鴨嘴燕魟、烏賊、

鯊魚……，我最喜歡烏賊，因為烏賊是花枝，看了好想把牠吃掉啊！ 

今天看完了水族館，我看到許多的海底生物，也學到了許多關於海洋的知識，希望下次

待在裡面的時間能更久。 

       

 

 

 

                                                        

 

                                                           四 7毛荷芳 

    今天我看到黏有昆蟲的蜘蛛網，旁邊有忙著吃東西的蜘蛛先生，他正忙著吃東西，沒看

到正上方的大蚱蜢微風悄悄吹來，蜘蛛網晃動著，蜘蛛先生站的穩穩的，沒有掉下來，大蚱

蜢突然跳的好遠好遠，一下子就不見蹤影。耳邊突然傳來一陣嗡嗡聲，於是我就轉移方向，

看到一隻蜜蜂正快樂的採蜜，我想他出生時一定也充滿喜樂吧！ 

    欣賞了這片美麗的花園，讓我想到了鄉下的風情，鄉下有綠綠的草原和晴空萬里的好天

氣，我想住在鄉下，我想永遠住在那裡，呼吸新鮮空氣。 

 

 

 

 

澎  湖  之  旅 

 我的昆蟲日記我的昆蟲日記我的昆蟲日記我的昆蟲日記 



 

                                                              

My Family                         四 7武品蓁 

   There are four person in my family : father, mother, brother and me. 

   My father is tall. He is not too fat and not too thin. He likes to do things right and quickly. He 

likes to help us when we have questions. 

   My mother is a little bit fat and she is medium high. She likes to play her iphone and play Wii 

with my brother and me. She also enjoys jogging. 

   My brother is older than me. He likes music. He likes Lady Gaga and Justing Beiber. He likes to 

send gifts to me when I am sad. 

   I enjoy reading books and playing flute but I don’t like to play piano. I enjoy singing song and 

dancing. 

   I like my family and they like me. I wish my family always beauty and happy. 

 

        妖怪村      四 7 趙呈瑄 

       今天我們到溪頭玩，意外發現一個「妖怪村」，這個妖怪村一點也不可怕，反而很可愛喲！ 

每個店家門口都用各式各樣的妖怪當成招牌，真好玩！走在這小村莊裡，感覺好像到日本

玩一樣，連賣蔬菜的攤販都好像「櫻桃小丸子」裡的樣子。最有趣的是有一家麵包店賣的東

西叫「狗始糖」、「貓奮餅」、「牛塞爸」還有限量的「咬人貓」呢！ 

這真是有趣的小地方！有空你們也來走走喲！！這裡雖然不大，但是每家店都很有特

色。妖怪村裡每家的妖怪都長的不一樣，名字也不一樣，有的叫「八豆妖」有的叫「枯麻怪」

還有「碳妖」……，真有趣。 

總之，來溪頭千萬不要錯過妖怪村喲！讓你流連忘返耶！ 

 

《《《《寒假記趣寒假記趣寒假記趣寒假記趣》》》》          四 7劉珈妤  

    快樂的寒假結束了，彷彿轉眼間就開學了。 

    寒假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過年的初五，爸爸帶我們去台南的安平古堡參觀，是非常

著名的古蹟。 

    在那裡，我看到許多的古老炮臺包圍著古堡四周，好像是在保護著安平古堡。還有一面

又大又厚的古牆，聽說這面古牆有好幾百年的歷史呢！這一切都要感謝勇敢的鄭成功和士兵

們，打敗了統治台灣的敵人。可惜過了兩三年，鄭成功就過世了。 

    這個寒假我過得充實又有趣，我要謝謝爸爸過年代我們去台南玩，真是個多采多姿的寒

假啊！ 

 



 

 

 

 

（（（（01010101））））我會怕我會怕我會怕我會怕，，，，媽咪救我媽咪救我媽咪救我媽咪救我！！！！            四 7鄭欣昀   

    在一個黑黑的夜晚，我與媽咪爸比生氣了！所以我跑出家門，心裡想著我不知道的語言，

衝進巫婆森林，我開始放慢腳步，把等一下要用的眼淚先用掉了，忽然，一隻大老鷹把我捉

了起來，飛上了天，被送到一間房子前面，我把本來的勇氣送給這座森林，自己沒有勇氣面

對下一秒的事...... 

 

    走出房子的，是一位漂亮的大姊姊，但是她手上抓著一個杯子，裡面無數的小人，一動

也不動，原來，這位大姊姊是巫婆變的，這時，巫婆看到了我，就化成火光消失了！終於！

媽咪來找我了！兩小時的可怕冒險結束了！這兩小時，生命的微弱像影片，在我眼前不斷播

映著，原來，能活著是這麼好，要珍愛自己的生命唷！ 

 

（（（（02020202））））我是男的還是女的我是男的還是女的我是男的還是女的我是男的還是女的    
 

   「我是男的，妳是女的！」哥哥說，我也說：「我是女的，你是男的！」我們兄妹倆一起

睡，不知道為什麼，我有一半哥哥的臉、衣服、鞋子，哥哥也和我ㄧ樣，啊！我們兩個都少

了一半，變成怎麼回事啊？忽然傳來了「秘密不告訴妳......」我和哥哥把燈關掉，啊！一

個白色的鬼出現啦！ 

 

    突然，燈亮了！鬼不見了，我們才放下心來。突然被子動了一下，我又把嘴巴張大，大

叫，被子裡走出了穿著螢光衣的媽媽，喔！原來鬼是媽媽變的，而這身怪樣是塗上「黏水」

的面具，媽媽是拿「中和水」來的！嚇我ㄧ跳啊！媽媽，別嚇我呀！ 

 

（（（（03030303））））黑色的雪人黑色的雪人黑色的雪人黑色的雪人 

    在一個冬天的早上，其雅聽到一個人在哭的聲音，她以為是別人在哭，但她還是很好奇，

所以就往外看，天哪！一個黑色的雪人在哭，你怎麼了？怎麼會哭啊？雪人你為什麼是黑色

的？在玩變裝扮遊戲嗎？快點說啊！你不知道，還是聽不清呢？ 

 

   原來，黑色的雪人叫白白，白白看了看其雅，才緩緩的說：「有一個看似小偷的人，把我

的白色偷走了，我就被塗黑了。」其雅聽到白白的遭遇，說：「白白，你不要難過，我來幫

你，你把他的樣子畫出來，好嗎？」白白馬上答應，過了幾分鐘，一個有模有樣的頭出現了。

咦？這不是畫家游儀嗎？其雅馬上去找游儀，游儀說明是因為畫室裡沒有白色才去偷的，但，

其雅和白白原諒了她，並把白色分給她！真是太棒了！ 



 

 

 

 

 

                              四 7林婉真 

        共駭群龍水上游，不知原是木蘭舟。 

        雲旗獵獵翻青漢，雷鼓嘈嘈股碧流。 

        居子冤魂終古在，楚鄉誼俗至今留。 

        江停暇日堪高會，醉楓離騷不解愁。 

              【小記者林婉真\台北報導】 

    農曆五月五日中午，來自各地的男女老少，在新北市 碧潭旁，等候龍舟競賽開始。當哨

子聲響起，選手們便拿起船槳，一場龍爭虎鬥的比賽就正式展開了。 

    競賽開始，只見龍舟上的選手在隆隆聲中，以整齊化一的動作奮力向前划，河道中點處

中有插旗子，看哪一隊最先奪得旗子即為冠軍，而勝負往往只在一瞬間。精采又刺激的比賽，

吸引了數以千計的民眾在岸邊觀賞，位選手們加油打氣。 

    在龍舟最前面的是「搶旗員」，他們負責搶最前面的旗子，誓得冠軍；緊接著是「打鼓員」，

他們負責打鼓，讓船員們可以划得整齊又一致；再來就是「划船手」了，人員一個個都訓練

有素的划著船，整齊化一的動作令人佩服不已。在河面上，鼓聲不絕於耳，熱鬧非凡。 

     為什麼要舉辦龍舟競賽呢？一位觀賽的婦女表示：屈原投江後，人們就划著船去找屈原

的身軀，現在變成有趣味又有又可以鍛鍊身體的比賽。另一位阿伯嘆氣的說，屈原忠心報國

但卻被國王的行為氣到投江自盡，真誠忠臣為難啊！以前人們就包一些粽子丟到河裡，希望

魚蝦吃掉那些粽子，不要吃掉屈原的身軀。 

     人們對屈原是如此崇拜和愛戴，難怪每年端午節都有許多人在河岸邊觀賞那刺激的龍舟

競賽，一年一度的龍舟競賽也成為端午節最受歡迎的民俗活動了。 

       

 

                                      

                                                        四 7祝于晴 

    我寒假最有趣的地方是去高雄澄清湖和嘉義梅山公園，因為我和家人去嘉義的梅山公園

看到詩情畫意的風景，我覺得真漂亮呀！有種花一根一根的很像毛毛的尾巴，那個花的顏色

是粉紅色的，可是我不知道那種花叫什麼名字，也不知道那種花有沒有毒，所以我沒有碰，

再來我們繼續往上爬，上面是一個涼亭所以我們就到涼亭休息了。 

    我和家人還去高雄縣澄清湖有名的九曲橋，九曲橋下面是湖，湖裡面還有魚哦！看到的

魚是白色的，我們走著走著我看到天上有一群鳥，自動排成 V字形，我覺得真特別！希望下

次新年可以再來一次。 

 

         寒假生活記趣 



 

 

 

 

 

作業 
      四四四四 8 黃紫瑜黃紫瑜黃紫瑜黃紫瑜 

作業， 

你真壞。 

每天聯絡簿， 

絕不缺少你。 

 

作業， 

你真奇怪， 

那麼多隻毛毛蟲， 

在你身上爬來爬去， 

你不會癢嗎？ 

 

 

螞蟻      

      四四四四 8 陳俐妏陳俐妏陳俐妏陳俐妏 

螞蟻螞蟻， 

你不用怕大東西會砸到你， 

因為， 

那只是我們要給你的食物， 

你不用怕獅子的吼聲， 

因為， 

那只是我們說話的聲音， 

你不用怕大大的打雷聲， 

因為， 

那只是我們唱卡拉 ok 的聲音， 

你什麼都不用怕， 

因為我們都會保護你。 

流浪貓 
             四四四四 8 陳芷琪陳芷琪陳芷琪陳芷琪 

我不奢求甚麼 

只想要有人給我食物 

讓我吃飽 

我不要求太多 

只希望你們不再拋棄我 

好好對待我 

我不需要太多 

只要一個溫暖的家 

和一個疼愛我的主人 

 

海浪 
           四四四四 8 林鼎傑林鼎傑林鼎傑林鼎傑 

早晨， 

海浪一波一波的湧過來， 

像在和我道早安， 

中午， 

海浪活潑的跳躍著， 

像在玩耍， 

傍晚， 

金黃色的海浪， 

像在訴說著神奇故事， 

夜晚， 

遠方的燈光， 

把海浪點綴的十分美麗， 

海浪，真是美。 

 

四年八班  顏國雄老師指導 
 



 

夢 
         四四四四 8 石星瑩石星瑩石星瑩石星瑩 

我站在軟綿綿的白雲上 

在藍澄澄的天空中飛翔 

鳥從我身邊飛越 

房子從我脚下而過 

鈴鈴鈴 

早上了 

原來只是一場夢 

 

 

影子 
      四四四四 8 陳妤婕陳妤婕陳妤婕陳妤婕 

影子,你真討厭， 

我在大太陽下玩捉迷藏時， 

你害我被找到。 

影子,你真討厭， 

我做什麼事情， 

你都一直學我。 

 

 

 

 

 

 

 

 

 

 

 

 

 

 

煩 
      四四四四 8 林妍融林妍融林妍融林妍融 

寫功課時， 

煩。 

考試時， 

更煩。 

想破頭時， 

好煩。 

最煩的時候， 

就是── 

寫童詩「煩」！ 

 

郵政博物館     

                      四四四四 8 石星瑩石星瑩石星瑩石星瑩 

    一封信，如果要從臺北寄到墾丁，要經

過什麼旅程呢？ 

    今天，我們搭車到郵政博物館，我們到

了二樓和三樓，是在展有關郵政的歷史；四

樓是展兒童「郵」園；五樓是展郵票世界；

六樓是主題郵展，每次都展不一樣的，這次

是展有關昆蟲的郵票；七樓是圖書館，我最

喜歡圖書館，因為我喜歡看書。 

    後來，老師就買郵票讓我們寄回家，這

一封信開始了它的旅程，經過千辛萬苦，它

真的能回到它真的家嗎？還是會在半路上掉

了呢？我正等著信回到我們的家。 

 

 

 


